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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 B7

消费金融激战流量场：消费贷再掀发“卡”潮
本报记者 郑瑜 张荣旺 北京报道

线开卡的消费贷新产品，
该产品支

曾在前几年涉水这一业务的

该业务。

持微信、支付宝额度消费。据了

一家消费金融公司内部人士向

而 2020 年年底以来，多家消

在无流量不金融的大背景之
下，出于对场景、流量的迫切需

解，
多年前行业内多家公司就已经

《中国经营报》记者证实，关于消

费金融公司开始陆续上线这种生

布局这种消费贷绑定微信、
支付宝

费贷+银行二类户产品并无动态

成银行二类户卡号，绑定第三方

求，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也不断尝

额度产品，
但由于获客等各方面成
本高企，
近年来持牌消费金融公司

进展。而在另一家早已布局了
该产品的消费金融公司 APP，主

支付工具使用额度的消费贷产
品。前浪已经近乎“销声匿迹”，

中此类产品鲜有声音。

要展示页面上现在也已看不到

是什么促使后来者接着入局？

仍需修好内功
消费金融从业者表示，
如何提高客户黏性、
持续经营客户至关重要。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

试着拓宽获客渠道。
近日有消费金融公司推出在

化地运营。

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表示，消费金
融公司普遍有两大方向，一是助贷，

记者从最新上线过银行二类户
账户与消费贷结合的多家消费金融

二是自营。前者需要付出合作费

公司核实到，其对这一业务也是正

用，短期内冲量效果显著，但是优质

处于摸索阶段。
“不针对全量用户开

场景与客户是各家争夺的热门，利
润微薄。与银行合作推出这种二类

放”
“ 定期发放试用名额”是这些公
司的做法。

线上化被迫加速
“现在消费金融进入成熟期，
线上化获客已经是常态，
各种红利已经过去了，
再与头部流量平台合作的成本太高。应该降低这部分
成本，
给科技等其他核心能力的建设留出资金。
”

户，实现循环使用授信额度，属于此

线上优质流量难求、获客成

关于此类产品竞争的关键点，

类。而后者线上化获客需要自建场
景，短期成本投入大，但是长期来看

王蓬博认为，风控能力与运营能力
最为重要，通过平台合作方触达场

如果形成一定规模，边际成本会逐
渐降低。
“如果不修好自营内功，长期依

景后，一定要充分了解 C 端与 B 端
的风险。
当前信用卡定价限制放开对消

托三方合作，消费金融公司很可能

费信贷市场的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

会变成纯资金渠道。
”
陈文强调。

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撰文指

信用卡发卡量（2018Q1~2020Q3）
本高企，
一直是消费及农行业中共
同面对的难题。而疫情更倒逼消

数量

同比

环比
同比

环比

8亿

费金融公司不得不正视这一痛点。
“虽然行业内大家现在都不

25%

5%

提，但是心里都明白疫情对资产
20%

4%

6亿

质量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外
部获客方面，我们也是谨慎地与

争先入局对接巨头流量之后，
消费金融公司靠什么持续化运营？
15%

合作多年的头部流量平台开展。”
有华北地区的消费金融公司人士

出，
借助第三方支付工具的信贷产品
渐次崛起，
自由定价、
融入场景、
具有

3%

“获客之后的风控成本高昂，比

强支付属性，充分地契合了市场需

4亿
10%

头部流量平台成为消费金融
公司“拓新”的首选之一。据记者

2亿

不完全统计，2020 年下半年以来，
已有 4 家消费金融公司布局或准

0亿
2018 年 Q1~Q4

2019 年 Q1~Q4

如第三方数据仍是市场化的价格，

求。与此同时，
一大批消费金融公司、

如何降低成本是我们乃至行业都头

小贷公司将消费贷产品与银行二类户

疼的事情。”有消费金融公司从业者
表示，一位用户的获客成本在几百

绑定，
化身具有借贷属性的二类借记
卡，
引导用户与第三方支付工具绑定，

至上千元，一年可能就只能从用户

成功实现了消费贷款的支付工具化，

身上赚一百块钱，如何提高客户黏
性、持续经营客户至关重要。

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信用卡的功能。面
对第三方的持续侵蚀，
信用卡因定价

金之聿表示，对网络金融、消费

区间限制，
在竞争上变得很别扭。
“信

金融来说，做好业务的瓶颈是：接触

用卡定价区间被放开，
整个逻辑也会

不到、判断不了、定价不了、监测不

发生逆转：信用卡定价灵活、嵌入场

了、留存不住。对接场景和流量，顶

景、
用户基础庞大，
有望成为银行体系

2%

表示。
1%

1%

0%

0%

2020 年 Q1~Q3

备布局这种绑定国内主流第三方
注：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 7.66 亿张，环比增长 1.29%。全国人均持

支付渠道微信、支付宝直接进行

有银行卡 6.28 张，其中，
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0.55 张。

支付的消费贷产品。
这种信用支付产品与虚拟信
用卡以及“花呗”
“ 白条”相似，具

2020 年 9 月，平安消费金融

成本，
给科技等其他核心能力的建

体模式为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将消

有限公司与连锁便利店全家

设留出资金。”有过这一业务的消

费贷款与银行二类户结合，开通

FamilyMart 达成合作。某信用卡

费金融公司高管向记者透露。

并生成银行二类卡，再前往第三

业务从业者认为，这些信用支付

方支付工具进行绑定，最后通过
电子账户实现付款消费。这一产
品的底层逻辑，是对用户消费贷
款的额度进行支用。

下的持牌系玩家。
“网络金融业务的抓手本身

多解决了“接触不到”客户的问题。

中最具战斗力的消费贷产品。基于当

有限，可选的业务模式不多，更何

后续怎么摆脱
“生于拉新、
死于留存”

前的用户结构，
银行持卡人客群远大

不得不提的是，给出这一建

况本着‘你有了我更要有’的原

产品有过于“泛滥”趋势。他质疑
道，
“吃个饭几十块钱都要争相给

议的是一家早年成立的消金公
司，有别于近年最新成立的消费

则，也得布局。现实中一个渠道
流量枯竭了，再对接下个流量是

以及
“千人一面”
的定价问题，
仍待寻
找答案。银行在小额零售支付市场

于消费贷客群，
当信用卡透支利率可
以自由下探时，
理论上已足以把消费

开展信贷业务，以往主要依托信用

贷覆盖的优质客群囊括在内。
”

用户办贷款，
真的有必要吗？”
有助贷平台员工告诉记者，

金融公司，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
享受到了互联网流量红利。

传统商业银行与持牌消费金融公
司必然的选择。”金之聿坦言，金

卡，但是相较于花呗、白条这类依托

有从业者也表示，银行在风控

小贷、消金的产品运营模式，对客户

理念与获客手段上变革较慢，持牌

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

融机构线上化的急迫性，在疫情

的触达性或者说金融服务的可及性

消费金融公司如能充分发挥自身优

始终是个问题。规避
“三亲见”
，
实现

势，提供宽泛灵活的信贷产品，从广

“远程开户”是个绕不过去的障碍。

泛的地区覆盖和快速的市场反应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真

现如今所有消费金融平台都在寻

正意义上的完全崭新模式。
支付专家金之聿表示，
消费金

找流量场景，如果能找到其他机
构未找到的场景就是好的。因为

表示，
想要拓展客户、
延伸场景，
与
支付渠道结合是重要方式之一。

中被再次强化，当前无论是获客
还 是 运 营 ，线 上 化 都 是 重 中 之

融公司尝试信用支付（类信用卡）
产品创新已非新鲜事。2016 年其

同业未涉足或泛滥的场景下用户
大概率未在其他借款平台上借过

要触达用户，
必须要借助线上流量
平台，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和大平台

重。追逐流量、紧跟热点，与不断
崛起的各个互联网平台合作，寻

就曾参与“美团闪付”
（2017 年）、

款，意味着很可能能获取无重复

合作。他同时也坦言，
“在合作的

“滴滴闪付”
“百度闪付”
（2018 年）
的产品创制。其中
“京东闪付”
“美
团闪付”基于支付账户，
“ 白条闪
付”
“滴滴闪付”
“百度闪付”
基于银

借贷问题的新用户。
“存在多头共
债风险（同时在多家平台借款）的

其次，
消费金融的客户和信用卡客户

提供消费贷服务，
或有机会。

求从电商到社交乃至视频直播的

相比，资信中枢是下移的，如何对这
部分人群进行风控、定价，对许多机

金之聿表示，
虽然信用卡透支利
率放开了，
但是定价的上线和下线约

过程中，谁有流量，谁的话语权强

流量，或将成为银行网络金融部

构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

束是事实存在的。
“趋势上应该往下

是毋庸置疑的。真正优质的消费

门、消费金融公司持续不断的工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

走，
司法实践和舆论环境也不允许再

用户，
并不是优质流量。
”

贷资产其实还是在场景方手上。
”

作。各网络银行、直销银行、持牌

既然业内不少同业机构布局
多年未见显著效果，
布局又要被流

消费金融公司所布局的场景金
融，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这种

往上走；但是客群下沉、信用中枢下
移，难道不该对应更高风险、更高利

行 II、III 类账户。同时，市场上还

在 2018 年前后已经有多家消
费金融公司布局该绑定二类户发

大智表示，
当前很多消费贷款类平台
已经采取开放战略，
不但推出自营金
融产品，还对接多个合作方，通过提

率吗？与互联网信贷争夺来的这部

有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与银行 II、
III

“卡”业务，但截至目前，大多已经

量平台
“压过一头”
，
为何新近仍不

合作的基础上。账户，作为所有

断有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再次试水？

金融业务的起点和终点，
“得账户

供各个产品匹配各个分层的客群，
在
此过程中，
平台也可以通过客户的产
品选择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客户。

分客群，
理论上获客成本银行要高于
互联网渠道，
反映在利率上也形成下
限约束。另外，与花呗、白条等消费

类账户的合作发卡。经过多年实
践，各方也许发现，通过“本行放
款”模式来解决 II 类户的开立、入

没有最新进展。

金问题，
也许是相对符合合规要求
和市场需求的方式。

“现在消费金融进入成熟期，

根据记者观察，近一年来上

者得天下”的金融逻辑和“得入口

线上化获客已经是常态，
各种红利

线借助银行二类户实现信用支付

者得天下”的互联网逻辑恰好在

有消费金融公司高管亦持有相

金融、
小贷争夺客户，
花呗、
白条的利

已经过去了，
再与头部流量平台合

产品的消费金融公司，其中大多

这个产品上得到了统一：输出账

似观点，线上消费贷款额度小、期限

率水平和信用卡套现的成本水平也

作的成本太高。应该降低这部分

是新晋开业或体量处于行业较中

户+输出流量。

短，必须严格地控制风险成本，精细

会对信用卡的定价形成一种约束。
”

消金 ABS 资格获批提速 利差收窄或成趋势
ABS 发行量下滑
本报记者 刘颖 张荣旺 北京报道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持牌消
随着业务发展，消费金融公
司的融资需求也日渐强烈。日

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融资结构，

消费金融公司无论在 ABS 市场发

高院调整修改民间借贷利率司法

费金融公司自 2015 年开始陆续获

降低流动性风险。

行份额占比，还是发行数量、金额

保护上限、蚂蚁集团上市延期等

一定关联。
捷信消费金融表示，近期相

批 ABS 业务资格。其中，2015 年
有 2 家获批，2017 年仅 1 家获批，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黄大智指出，持牌消金机构获批

上，都出现了明显减少。具体来
看，2019 年 5 家持牌消费金融机构

事件影响，导致投资者购买意愿
不强，
持观望态度。

继发生的债券违约事件造成债券
市场波动，因而市场利率整体走

2018 年 与 2019 年 分 别 有 3 家 获

ABS 发行资格提速一方面是由于

共 发 行 了 9 单 ABS，发 行 金 额 达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注意到

高，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信用敞

批，而 2020 年有 4 家获批。进入

消费金融行业经历了几年发展，

185 亿元。2020 年，仅四家持牌消

捷信消费金融 2020 年 1 月发行的

口收紧，进而导致发行 ABS 的利

2021 年 1 月再添一员获取了 ABS

公 司 业 务 不 断 规 范 成 熟 ，符 合

费金融公司发行了 ABS，发行金

ABS 优 先 级 票 面 利 率 是 4.19% ，

率 走 高 ，捷 信 亦 受 影 响 。 不 过 ，

入场券。从机构获批频率看，持
牌消金 ABS 资格获批明显提速。

ABS 监管资格标准，且市场认可
度也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监管

额减至 123 亿元。
对于消费金融公司 ABS 的发

2020 年 3 月发行的 ABS 优先级票
面利率是 3.95%，2020 年 7 月发行

2020 年，马上消费金融 ABS 优先
级发行利率为 3.5%、兴业消费金

政策层面也对消费金融行业

方也更加支持消费金融公司拓展

行金额减少的原因，
消费金融专家

的 ABS 优先级票面利率是 4.67%，

融 ABS 优先级发行利率为 3.45%、

融资渠道。

前，又一家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拿
到 ABS“入场券”。
随着中原消费金融近日获
批 ABS 业务资格，全国已有共 14
家消费金融公司拿到 ABS 发行
资格的持牌消金机构。梳理持
牌消费金融公司获批 ABS 业务
有进一步的支持。2020 年底，银

苏筱芮表示，之所以 2020 年以来

2021 年 1 月发行的 ABS 优先级票

湖北消费金融 ABS 优先级发行利

保监会下发的《关于促进消费金

Wind 数据显示，2019 年市场

ABS 发行量减少，
主要还是受疫情

面利率是 5.33%。呈现波动上升

率为 3.5%，均低于捷信消费金融

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增强可持
续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发行个人消费贷款类 ABS 总计 134
单，
发行金额共 2177.87 亿元；
2020

等大环境因素影响，
宏观经济下行
使得整个信贷行业承压，
在此背景

的趋势。
对此，赵卫星认为，2020 年央

发行利率。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买方在

的通知》提出，支持消费金融公司

年，个人消费贷款类 ABS 共发行

下ABS逾期率也表现出上升趋势。

行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因

购买资产时也会根据资产质量判

通过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

217单，
发行金额为2865.96亿元。

资格的时间可以看到，尽管近年
来监管逐步收紧了互联网消费
金融 ABS 产品的审批，但是持牌
消费金融公司相应业务资格的
审批速度正逐步提升。
赵卫星认为，资产端受疫情

此市场总体资金较为宽松，发行

定融资成本。捷信消费金融发行

心开展正常类信贷资产收益权转

不过，在整个个人消费贷款

影响，导致资产不良上升，符合入

利率整体偏低。2021 年发行利率

利率逐渐升高与其业务转型、线

让业务，进一步盘活信贷存量，提

ABS 发行量上升的背景下，持牌

池标准的资产减少；资金端受最

升高，与年初市场资金面紧张有

下业务风险增大有关。

多位业内专家预计 2021 年
消 费 金 融 ABS 的 发 行 将 会 回
暖。不过，虽然获得 ABS 发行资
格的持牌消金机构增多，但 2020

基础资产利率或下调
年消费金融公司 ABS 总体发行
规模下降。与此同时，消费金融

对于未来消费金融公司 ABS

牌机构扩展个贷业务。2020 年银

2020 年 8 月，最高院调整修改

率下调，在交易结构设计时，刨去

池进行监控预警，
以及对存续期交

ABS 也面临着利差收窄的局面。

的发行趋势，苏筱芮预计，未来消

保监会也表示不再对信贷资产证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由

资金成本、资管计划的各项管理

易策略进行动态调整。
”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虽然最

费金融 ABS 的发行将会回暖。其
中的原因有三：一是后疫情时代，

券化产品进行备案登记，
而实施信
贷资产证券化信息登记，
有助于未

此前的 36%下调至 4 倍 LPR（现行
LPR 为 3.85%），即民间借贷利率

费用、服务机构的各项费用等相
对较固定的息费部分，消费金融

对此，赵卫星认为，无论是调
低优先级比例还是加强外部增信

高法明确表示 15.4%的利率标准

宏观经济有所好转，
消费金融公司

来 ABS 发行能够更高效、
更活跃。

司法保护上限为 15.4%。

公司 ABS 的利差将收窄。

措施，其实都提高了消费金融机

不适用于金融机构，但是利率下

的展业策略也会从防御风格转向

事 实 上 ，在 2020 年 11 月 27

苏筱芮表示，
监管部门目前要求

一位市场人士指出，
要形成较

构的发行成本、加大了风险。消

行已是大趋势。未来，若消费金

更为积极的方式。二是消金牌照

日，马上消费金融“安逸花”系列

消费金融公司发行ABS时，
基础资产

高的收益，
发行机构控制资管计划

融 ABS 的基础资产利率下调，在

ABS 就已成功获批，注册额度 100
亿元，从获批时间来看，预计该公

利率需在24%以内。虽然最高法明
确表示 15.4%的利率标准不适用于

不良率的压力将加大，
考验了 ABS
参与机构们对 ABS 风险、
收益的管

费 金 融 机 构 发 行 ABS 分 两 种 情
况，一是为了资金出表，另一种是

交 易 结 构 设 计 时 ，刨 去 资 金 成

在 2020 年开闸迹象明显，2021 年
将有更多消金公司展业，
消金行业

本、资管计划的各项管理费用、

参与主体的增加也会使得消金

司后续将根据业务情况分批发

金融机构，
监管部门也未对ABS基础

理能力。
“基础资产利率下行，
机构

解资金压力的机构而言，利差降

服务机构的各项费用等相对较

ABS 市场进一步扩容。三是政策

行。2021 年 1 月捷信消费金融发

资产利率标准做出调整，
但在利率下

对优先档的信用支持力度减弱，
需

低无疑将使其发行 ABS 所获资金

固定的息费部分，消费金融公司

方面，
监管部门出台政策拓宽消费

行了 2021 年第一期 ABS。

行的大背景下，
未来不排除ABS基础

通过降低优先档比例或增加超额

缩减，如果利差收窄使得发行费

ABS 产品的利差将收窄。

金融公司市场化融资手段和资本
补充方式，
鼓励消费金融公司等持

不过，业内普遍认为，未来消
费金融 ABS 面临利差收窄的局面。

资产利率下调的可能性。
赵卫星指出，若基础资产利

抵押等方式进行信用增进。发行
后可利用信息系统对存续期资产

用逼近成本，那么机构就需要另
寻其他资金途径。

天星数科副总裁赵卫星对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对于为了缓

